我如何帮助我的孩子
在学校取得成功？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帮助？
全面服务列表：
http://pausd.org/parents/services

最好的帮助你的孩子在 学校取得
成功的方法 是积极密切参与 孩子
的学校活动 和关心学习 进度。
•
•

•

•

经常和你的孩子谈论学校和
他们的经验
参加学区和学校赞助的各项
活动等。如，返校夜和开放
教室。
关于你孩子的功课和学业进
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
担心，随时可以与孩子的老
师保持联系。
通过在Infinite Campus
attendance system portal 网上查
询，监控孩子的出勤状况。
保持联系!

关于 SARB 的咨询, 请联系:
Lissette Moore-Guerra
Student Services Coordinator
Telephone: (650) 329-3722
lmoore-guerra@pausd.org

211 Santa Clara County
Referrals for housing/food/etc.

Dial “211” / www.211scc.org
25 Churchill Avenue, Palo Alto, CA 94306

Parenting Classes
Parent Project Class-Palo Alto
(650) 329-2274/(650) 329-2174
Substance Abuse
SCC Youth System of Care
Dept of Alcohol/Drug Services
(408) 272-6518

www.pausd.org 650-329-3700

学校考勤审查
委员会
(SARB)

Adolescent Counseling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650) 424-0852 x 104
www.acs-teens.org
Mental Health
HEARD Alliance www.heardalliance.org
Bill Wilson Center
Mental health/shelter/housing
(408) 243-0222 www.billwilsoncenter.org
LGBTQQ - Outlet
www.projectoutlet.org
(650) 965-2020 x122

我 们 ⽀ 持 所 有 PAUSD 学 ⽣ 为 了 他 们 未 来 成
长为⼀个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的公民⽽
做准备。我们启发培养学⽣的知识的增长、
逻辑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培养他们的
好 奇 ⼼ , 创 造 ⼒ 和 灵 活 性, 让 每 个 孩 ⼦充 分 发
挥 他 们接 触社 会和 创 造 潜能 。

什么是 SARB?
学校考勤审查委员会(SARB)由加州⽴法机构于
1975年成⽴，其⽬的是:

学校考勤 有关法 律:

SARB 的目标
SARB 的⽬标包括: 让学⽣在学校⾥, 让学⽣

Ø

积极参与学习, 和提⾼⾼中毕业升学率。

孩⼦都要全勤上学，除⾮有正当理由。

➢强制实施考勤法律和在学区，社区和家庭之间

Ø

为出勤和在校表现建⽴协调服务

Ø

➢最⼤限度利⽤所有可⽤资源和服务

SARB 的运作

➢尽量帮助在学校有问题的学⽣避免少年司法制
度的制裁

SARB召开与学⽣和学⽣的家长/监护⼈的会

Ø
Ø

旷课的潜在的问题和提出建议挽救局⾯。

Ø

SARB协议可能涉及看社区治疗师, 医⽣或其

Ø

SARB 程序⾸先始于通过班级和学校⼲预措施来

他有关服务局。家长可能会被要求听课或给

Ø

识别考勤问题, 诸如电话、会议、旷课通知, 学

予其他类型的⽀持。

Ø

同。如果认为学校过分⼲预，学⽣可以向 SARB

义务教育 考勤法律

解决出勤状况或在校⾏为问题, SARB 可能向
SANTA CLARA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地⽅检察院
提交本案进⾏仲裁调解或法律诉讼程序。

— 加州州⽴教育法律要求每位6岁到18岁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63.6 心理障碍性 长期旷
课定义。

Ø

汇报。如果 SARB 利⽤教育和学区资源却⽆法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63.5. SARB 转交给旷课调
解部门。

议。SARB团队成员与家庭合作, 了解让学⽣

⽣成功团队(SST), 星期六学校出勤率和考勤合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60. 旷课定义。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62. 习惯性旷课定义。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63. 习惯性旷课 和习惯
性不服从纪律 的学生可以交给 SARB 审查。

Ø

SARB 的程序 是什么?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00.
加州州⽴教育法律要求每位6岁到18岁

Ø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73. SARB 的要素和报告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92. 不能坚持上 学的结
果可能会导 致地方检察院起诉本人 的家长。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293. 对父母不遵守 SARB
要求的惩罚 。(违规)
Penal Code 270.1. 对家长的轻 罪处罚如果认为学 生是
因心里障碍 的长期旷课。
Penal Code 272. 对家长的轻罪处罚如果违法学 生为未
成年人。
Vehicle Code 13202.7. 对 13 岁到 18 岁的学生, 如果
他/ 她有习惯性旷课的行为 ，法院可以撤销或延迟 一
年签发驾照 。

孩⼦都要上学 (EC48200)。
— 学⽣有义务坚持和准时上学。
— 规定其⽗母和监护⼈送孩⼦上学。

SARB 团队
SARB 团队包括学⽣和家长/监护⼈, 学区护⼠、
学⽣资源负责⼈, 学校⼯作⼈员、学校顾问、学
校⼼理学家、Secondary Options 负责⼈, 学区负责
⼈, 学区社会⼯作者和其他专业⼈⼠。

— 任何学⽣有三次⽆正当理由缺课或三次
迟到超过30分钟或两者均有现象，会被视
为旷课 (EC48262)。

潜在后 果
*由地方检察 院决定

—对父母罚款和强制其参加教育进修课程*
—对学生罚款
—撤销学生的工作许可
—暂停或推迟一年对学生签发CA驾照
－对未成年人的犯罪 (刑法270.1)或
心理障碍性长期旷课孩子(Grade K-8)
有关可能导致刑事指控(刑法272)*

